
105 學年度四技甄選入學 獎勵說明 

同學，您好 

感謝您於 105 學年度四技甄選入學報考本校，且甄試成績優異 

符合【行動學習工具】獎勵辦法!!! 

貼心提醒~若有意就讀本校，請於 105/6/30-7/4 下午 5 點前 

務必至四技甄選入學考生作業系統填寫志願序， 

並將本系組選為第一志願以確保錄取與獲獎資格哦!! 

105 年 9 月開學後，由本校主動查核同學註冊狀況並進行採購， 

再主動通知學生領獎與教育訓練時間。 

※行動學習工具為 iPadmini 或同等級平板電腦 

※請參閱得獎名單與獎勵辦法 

正修科技大學 教務處招生組 敬上 
正修招生訊息網-http://visit.csu.edu.tw 

電話-(07)7358800*1111 



正修科技大學 105學年度日間部四技甄選入學獎勵辦法 

104 年 9 月 14 日行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獎勵高(中)職校成績優秀之畢業生，參加 105 學年度四技二專甄

選入學，錄取本校就讀，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獎勵資格：(獎勵名額表如附件) 
凡參加 105 學年度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學生皆可提出申請，甄選

入學報名本校各系組，按甄選總成績(含統測、備審資料、面試、術

科實作)結算，成績排名在本校核定各系組獎勵名額內，皆可獲得本

項獎勵。 

第三條 獎勵內容： 
凡獲獎勵之同學，每人皆可獲得 Apple iPad mini wifi 16G 或同等級

平板電腦乙部。 

第四條 獎勵作業時程： 
1. 自 105 學年度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結束後，至甄選入學統一放

榜前一日止，以郵寄(郵戳為憑)或直接向本校招生組提出申請。 
2. 符合本項獎勵之同學須依本校規定辦理註冊入學，若未註冊入學

者，該系組將不予遞補。 
3. 預計開學完成採購後發放給符合獎勵之同學。 

第五條 其他規定： 
本辦法之獎勵，係輔助學生學習之用，如遇休學、退學、轉學或其

他原因離校者，需繳回所領取之平板電腦，如遺失或不願繳回則須

追繳其依原價計算使用年數，每年折舊百分之七十之價款。 

第六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呈請校長核定後適用 105 學年度甄選入

學之學生。 



系科組學程名稱 甄選群(類)別 報名序號 姓名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10011 林子棋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10026 唐婕茵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空間資訊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30036 吳素娟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空間資訊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30060 吳政憲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空間資訊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30052 宋冠穎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空間資訊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30026 劉靖渝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空間資訊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30053 李岱瑜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空間資訊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030057 陳怡廷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040031 林秌廷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040038 李昱駐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040018 葉宗儒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040003 曾家鴻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040028 陳柏光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040011 鄭連豐

機械工程系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85 林依虹

機械工程系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49 黃奕翔

機械工程系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89 蘇心楡

機械工程系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11 陳柏源

機械工程系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73 張簡文圳

機械工程系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62 許景翔

機械工程系設計製造組 機械群 2110050082 林于聖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機械群 2110060010 林志臻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機械群 2110060011 祁睿越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動力機械群 2110070004 吳承翰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動力機械群 2110070010 阮蔚穎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動力機械群 2110070040 林昕廷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動力機械群 2110070056 巴彥伊斯萊端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動力機械群 2110070014 胡昱弘

機械工程系精密製造技術組 機械群 2110080038 吳杰穎

機械工程系精密製造技術組 機械群 2110080009 林宏穎

機械工程系精密製造技術組 機械群 2110080006 陳冠宇

機械工程系精密製造技術組 機械群 2110080046 張峻愷

105學年度甄選入學iPadmini得獎名單



系科組學程名稱 甄選群(類)別 報名序號 姓名

105學年度甄選入學iPadmini得獎名單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090047 林益偉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090052 鄭程升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090059 黃維昱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090046 陳宇棠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090036 許宸瑋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090044 楊上永

電機工程系光電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100011 黃偲維

電機工程系光電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100034 符凱鴻

電機工程系光電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10011 巫昆哲

電機工程系光電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10015 陳英宗

電機工程系光電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10025 唐煜翔

電機工程系光電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10009 黃芷涵

電機工程系產業技術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120015 黃建成

電機工程系產業技術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120057 許家文

電機工程系產業技術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120060 陳銘源

電機工程系產業技術組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120061 田群膺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組 機械群 2110130019 黃奕鈞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組 機械群 2110130040 楊宗霖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組 機械群 2110130051 侯名鴻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組 機械群 2110130076 吳家銘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組 機械群 2110130009 余明洋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組 機械群 2110130048 許凱傑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140028 蕭翔澤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140012 朱羿勳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150015 鄭宇君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土木與建築群 2110150010 鍾采蓉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110160048 蔡秉翰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110160056 王思涵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110160021 黃莞淳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設計群 2110160063 羅雁于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170028 徐永昌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 2110170010 鍾承恩



系科組學程名稱 甄選群(類)別 報名序號 姓名

105學年度甄選入學iPadmini得獎名單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80034 李進華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80054 蔡勳霈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80050 林家宏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80070 陳煒中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80115 邱逸翔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80025 林禹賢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80055 盧嘉隆

資訊工程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180045 薛弘裕

國際企業系國際貿易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190026 吳雅涵

國際企業系國際貿易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190046 王彥中

國際企業系國際貿易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190025 洪嘉佑

國際企業系國際貿易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190017 吳宜珊

國際企業系國際貿易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190024 呂怡萱

國際企業系國際貿易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190022 楊綺恩

國際企業系國際貿易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190028 簡毓萱

國際企業系國際貿易組 餐旅群 2110200005 魏毓璉

國際企業系國際貿易組 餐旅群 2110200015 江書慧

國際企業系國際行銷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10020 夏悅庭

國際企業系國際行銷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10006 呂鎮宇

國際企業系國際行銷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10012 郭霈蓉

國際企業系國際行銷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10027 黃瀞嫺

國際企業系國際行銷組 餐旅群 2110220011 林孟穎

國際企業系國際行銷組 餐旅群 2110220003 黃祝鴻

企業管理系行銷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30074 黃妤安

企業管理系行銷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30051 蘇佐庭

企業管理系行銷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30066 楊淯婷

企業管理系行銷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30006 何亮錡

企業管理系行銷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30037 李維芳

企業管理系行銷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30086 陳靖婷

企業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40019 呂怡璇

企業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40020 簡秀珊

企業管理系流通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50062 許芷芸



系科組學程名稱 甄選群(類)別 報名序號 姓名

105學年度甄選入學iPadmini得獎名單

企業管理系流通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50028 黃詩涵

企業管理系流通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50037 李翊瑄

企業管理系流通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50022 馮映瑄

企業管理系流通管理組 餐旅群 2110260007 吳家明

企業管理系流通管理組 餐旅群 2110260019 楊晴晴

企業管理系流通管理組 餐旅群 2110260010 陳裕仁

企業管理系流通管理組 餐旅群 2110260006 曾柏熏

企業管理系流通管理組 餐旅群 2110260029 侯俊億

資訊管理系資訊應用組 動力機械群 2110270004 林昕廷

資訊管理系資訊應用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280015 江建樟

資訊管理系資訊應用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280001 施瀚文

資訊管理系資訊應用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280018 黃仕旻

資訊管理系資訊應用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280010 巫昆哲

資訊管理系資訊應用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290012 李佳樺

資訊管理系管理應用組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2110300009 江建樟

資訊管理系管理應用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310039 佘宗緯

資訊管理系管理應用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310036 林威廷

資訊管理系管理應用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310049 陳俊嘉

資訊管理系管理應用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310030 陳冠樺

資訊管理系管理應用組 資管類 2110320003 黃嘉宏

金融管理系金融行銷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330034 宋俊賢

金融管理系金融行銷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330016 邵靖茹

金融管理系金融行銷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330021 孫珈瑩

金融管理系金融行銷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330009 吳岱縈

金融管理系金融行銷組 餐旅群 2110340007 鍾義祥

金融管理系金融行銷組 餐旅群 2110340002 莊琇萍

金融管理系財富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350023 陳姿君

金融管理系財富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350026 林竹君

金融管理系財富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350032 周甯翔

金融管理系財富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350034 李敏瑜

金融管理系財富管理組 餐旅群 2110360003 莊雅筑

金融管理系財富管理組 餐旅群 2110360008 洪御昇



系科組學程名稱 甄選群(類)別 報名序號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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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370002 張心綿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370019 談心瑜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370027 郭馨文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370031 陳怡霈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370008 林佩瑩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370048 吳亭瑋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餐旅群 2110380014 洪鐸芳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390061 簡金娜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390187 楊珮郁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390020 林羿妘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390130 鄧宇晉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390112 黃宥峰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390025 王湘芸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390029 陳品樺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390103 陳奕潔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390108 陳薇婕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390119 陳嫚萍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390175 林芷妤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390117 涂佳軒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390110 陳梓鄢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家政群幼保類 2110400050 王玉棻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家政群幼保類 2110400008 許瀞文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家政群幼保類 2110400054 溫子瑩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家政群幼保類 2110400062 蔡佳芸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家政群幼保類 2110400058 蘇詩茜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410001 郭于琦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餐旅群 2110420003 黎祐慈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430005 高靖婷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家政群幼保類 2110440022 陳圓淨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家政群幼保類 2110440023 黃靖嵐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家政群幼保類 2110440018 陳裕妹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餐旅群 2110450001 陳柔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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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外語系商務英語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460014 周毓惟

應用外語系商務英語組 外語群英語類 2110470001 廖無忝

應用外語系商務英語組 餐旅群 2110480001 趙家妤

應用外語系商務英語組 餐旅群 2110480036 王思媚

應用外語系商務英語組 餐旅群 2110480048 林蕎穎

應用外語系商務英語組 餐旅群 2110480022 高宜君

應用外語系觀光英語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490012 陳佳悅

應用外語系觀光英語組 外語群英語類 2110500002 游佩蓉

應用外語系觀光英語組 餐旅群 2110510028 王培伊

應用外語系觀光英語組 餐旅群 2110510015 唐德芬

應用外語系觀光英語組 餐旅群 2110510032 吳芳妤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520017 許翔崴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520003 林文淵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520019 陳建中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520009 葉宥樺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餐旅群 2110530016 溫雅媛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餐旅群 2110530004 黃亭潤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餐旅群 2110530062 李珮妤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餐旅群 2110530019 爐友謙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餐旅群 2110530043 蘇育翎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餐旅群 2110530032 鄭聖諺

觀光遊憩系旅館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540009 潘采柔

觀光遊憩系旅館管理組 餐旅群 2110550009 何雅雯

觀光遊憩系旅館管理組 餐旅群 2110550117 柯怡汝

觀光遊憩系旅館管理組 餐旅群 2110550057 宋可心

觀光遊憩系旅館管理組 餐旅群 2110550118 董瑩鈴

觀光遊憩系旅館管理組 餐旅群 2110550082 邱俞旻

觀光遊憩系旅館管理組 餐旅群 2110550166 蔡珮芸

觀光遊憩系旅館管理組 餐旅群 2110550083 陳宣百

觀光遊憩系旅館管理組 餐旅群 2110550158 吳宗翰

觀光遊憩系旅館管理組 餐旅群 2110550119 平采萱

觀光遊憩系旅館管理組 餐旅群 2110550123 洪薪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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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遊憩系旅館管理組 餐旅群 2110550038 張官鳳

觀光遊憩系觀光管理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560008 陳姿吟

觀光遊憩系觀光管理組 餐旅群 2110570061 彭永彣

觀光遊憩系觀光管理組 餐旅群 2110570091 蔡珮芸

觀光遊憩系觀光管理組 餐旅群 2110570056 余玟瑩

觀光遊憩系觀光管理組 餐旅群 2110570082 王培伊

觀光遊憩系觀光管理組 餐旅群 2110570022 宋可心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580068 林華萱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580040 陳宥潔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580019 鄭宇傑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580014 施語嫣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580084 蔡宜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580007 曾品嘉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設計群 2110580074 許駿豪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590059 盧奕伶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590013 洪俐雅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590012 黃嘉琪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590054 陳張同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商業與管理群 2110590034 張家瑋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設計行銷組 設計群 2110600022 郭成豐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設計行銷組 設計群 2110600001 張恆惠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設計行銷組 設計群 2110600031 余雪瑢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設計行銷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610001 黃景莛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設計行銷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610017 蘇音慈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設計行銷組 商業與管理群 2110610013 許亨澤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應用設計組 設計群 2110620066 陳靖婷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應用設計組 設計群 2110620031 蔣育慈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應用設計組 設計群 2110620020 林霈妮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應用設計組 設計群 2110620069 潘韻如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應用設計組 設計群 2110620064 阮名貞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應用設計組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2110630008 鄭尚旻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640019 塗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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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640146 王家恩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640013 侯婉璇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640060 吳怡萱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640157 蔡明豐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640027 黃柏臻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640033 陳信安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640170 鄭禹暄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640001 曾姿融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640147 李品樺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640034 吳宜蓁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640250 李偲綺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640166 胡孟蓉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640255 林靖如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640201 蘇育翎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640066 陳怡安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640163 林沛晴

餐飲管理系 餐旅群 2110640183 朱禹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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